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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1                          证券简称：高升控股                          公告编号：2017-05 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常燕 董事 个人原因 韦振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高升控股 股票代码 0009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继红  

办公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 19 号万钜国

际大厦 9 层 
 

传真 0728-3275829  

电话 0728-3275828  

电子信箱 investors@gos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高升控股是一家云基础服务提供商，旗下拥有多个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高升科技的主营业务包括IDC服务、CDN服务、APM产品和其他增值服务，其中增值服务涵盖了基于IDC和CDN

等业务基础上衍生的云计算、云服务、数据安全和大数据分析等。高升科技主要是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系统以及电信资源搭

建平台，通过平台向客户提供IDC、CDN及APM服务，收取服务费用。IDC业务的利润主要产生于IDC服务的价值以及资源

规模效应；CDN业务的利润主要产生于技术附加值、服务价值以及资源规模效益；APM业务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的云评测、云监测和云加速服务以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同时带动IDC业务和CDN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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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上海莹悦的主营业务包括虚拟专用网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涵盖了基于虚拟专用网服务等业务基础上衍生的用户

端设备代维、用户端设备管理、网络管理服务等。上海莹悦主要依托大容量虚拟专用网系统平台及运营支撑系统，结合客户

所处行业的特点及自身特征，向客户提供虚拟专用网连接解决方案，取得相关服务费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665,995,269.60 157,405,960.45 323.11% 52,521,67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042,530.98 2,601,929.41 4,167.70% 4,101,57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737,032.73 2,720,098.89 3,971.07% -24,723,89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14,887.74 -2,849,886.10  -27,467,30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1 2,40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1 2,40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9% 0.86% 4.73% 16.1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3,820,594,679.50 1,780,426,555.71 114.59% 128,883,0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11,982,505.82 1,629,412,911.13 115.54% 23,861,056.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8,698,869.11 143,398,328.30 156,235,698.97 227,662,37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69,228.91 12,393,995.58 8,608,961.26 54,970,34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013,216.68 11,754,159.01 8,600,649.23 55,673,93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23,468.70 22,259,529.15 -4,801,387.52 56,280,214.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69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1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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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宇驰瑞德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1% 79,275,198 79,275,198 质押 78,650,000 

蓝鼎实业（湖

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2% 72,687,000  质押 72,680,000 

翁远 境内自然人 8.81% 45,027,336 45,027,336   

于平 境内自然人 8.81% 45,027,336 45,027,336   

袁佳宁 境内自然人 3.25% 16,598,569 16,598,569   

王宇 境内自然人 3.25% 16,598,569 16,598,569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4% 8,403,432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陕国投－陕国

投·新毅创赢定

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4% 8,401,639 8,401,639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三号 

其他 1.60% 8,196,721 8,196,721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56% 7,990,654 7,990,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 10 名股东之

间，于平、翁远、许磊、袁佳宁和王宇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国投－陕国投•新毅创赢定向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于

平、翁远、许磊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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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直播、VR等新兴业态不断兴起，互联网流量快速爆发的背景下，公司所处行业迎来

的较快的增长，但竞争也日趋激烈。报告期内，公司初步形成了以云、管、端为架构布局的闭环生态模式，实现流量（内容

/信息/数据）从云到云、端到端、云到端的畅通。公司在云基础服务领域深入耕耘，以IDC、CDN、VPN和APM四大业务板

块为立足点，为各种类型客户提供包括分布式数据中心、云数据传送、云加速、云监测、云大数据、云安全在内的一体化、

一站式服务。在2016年创新影响力年会暨国家产业服务平台的评选活动中，公司荣获中国领先云基础服务解决方案奖。 

云的方面，公司通过IDC、CDN为云端提供底层数据中心、带宽、加速等服务。公司在全国9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个星级机

房布局，能提供一站式、大带宽、高性价比的分布式IDC业务，并可以提供专业的异地多活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另外，公司

还重点布局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核心地区的自有数据中心资源。同时，公司在国内拥有200多个CDN节点，在海外

通过与Fastly的合作，拥有了范围覆盖了北美、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的CDN资源布局。在第二十届中国国

际软件博览会上，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高升科技荣获2016年IDC领军企业奖。 

管的方面，公司通过覆盖全国的大容量虚拟专用网络，实现云到云、端到端、云到端的连接。立足于已有网络资源，公司通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过采用SDN技术深入拓展各种场景下的网络互联服务业务，抢占发展先机。截至目前，公司已通过实施升级和扩容基站、改

造机房、疏理站间线路及管沟、增容配套电力等工作，完成了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容量虚拟专用网配套设施第二期拓建

项目的建设与验收，业务站点扩展到222个，并在光通信技术、SDN技术、MPLS技术等多种先进的网络通信技术手段的支

持下，通过光纤等连接形式，形成了业务站点的互联互通，为公司未来业务量的提升提供了保障。同时，公司正在就网络资

源进行扩建，未来覆盖面将更广、可销售容量将大幅提升，网络资源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与优化。 

端的方面，公司自主研发了基于大数据的应用性能管理APM产品mmTrix，在标准化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为各大企业开发专属

定制解决方案，将客户从复杂的IT工作中解放，确保终端用户能随时随地享受到稳定、流畅的内容体验。公司基于成熟的

APM产品体系进入到国内百亿级别的ITOM（IT运维管理）领域，在保险、金融、政企等行业实施了多个成功案例。报告期

内，公司APM产品已经拥有33万全球监测PC和移动真机、已实现全球监测12.6亿多次。在2016中国云计算生态系统峰会上，

公司mmTrix产品荣获“优秀创新云应用开发商”奖项。 

公司2016年经营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如下： 

1、完成重大资产收购，完善云、管、端产业链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上海莹悦，形成了云、管、端垂直一体化业务布局。上海莹悦拥有遍布全国的大容

量虚拟专用网络资源，在完善公司网络资源布局的同时，与公司已有IDC、CDN和APM业务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通过“管”

的延伸与连接，实现从“云”迈向“端”的发展的战略目标。 

2、提升管理效率，继续推进公司内部整合 

近两年，公司先后完成了高升科技及上海莹悦的收购，并出售了纺织业务，完全转型为一家布局云、管、端产业链的云基础

服务提供商。报告期内，为适应新的业务模式，公司持续提升管理效率，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制度规章，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同时，公司不断推进并购整合工作，最大化并购的协同效应。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网络通信服务 601,460,148.05 127,969,404.03 21.28% 393.82% 235.46% -10.04% 

虚拟专用网服务 64,535,121.55 36,456,302.53 56.49%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599.53万元，同比增长323.11%；营业利润13,908.08万元，同比增加盈利12,938.4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04.25万元，同比增加4,167.70%。由于公司于2016年10月将上海莹悦纳入合并报表，因此

2016年度合并报表数据仅体现了上海莹悦2016年10月-12月三个月的经营情况，未能充分反映收购上海莹悦对上市公司财务

状况及盈利能力的积极影响。2016年，高升科技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709.30万

元，较收购高升科技时其2016年的盈利预测（10,716.69万元）超出992.61万元；上海莹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16.67万元，较上海莹悦原股东作出的业绩承诺（6,000万元）超出316.67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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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随着公司经营的发展，业务结构的转变，公司主营业务由纺织业进入IDC及CDN等互联网基础云服务行业以及虚拟专用网行

业。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新增业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防范经营风险，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公司依照会计准

则等相关会计法规的规定，结合目前的互联网行业、虚拟专用网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司采用的应收

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无形资产的摊销等会计估计的基础上，在本公司原有会计估计基础上，新增互

联网行业、虚拟专用网的相关会计估计。 

上述新增会计估计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1月19日、11月8日披露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7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袁佳宁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613号），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莹悦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核准。

按照证监会核准内容，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完成了上海莹悦100%股权过户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于2016

年10月正式将上海莹悦纳入合并范围。 

2016年8月30日，公司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高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同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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